
穆
加
贝
时
代
落
幕

2017年11月2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周倜 肖丽娟时事聚焦13

!"#$ %&'()*+,-./01234
56789:;<=>?3@AB$CDE%F&GH
IJ3KLMN O

456PQ !" R$ STUVWXYZ[\N
]^_E%>`abcdefg_&hijkl3
LMm_fgnokpN #"$% Q_*+,-./h
qrs2tLuvwxy_ z4563LM{|
}tu~�N h@�3�\���_456E%�
�&GHKLN PQ_*+,-./�}�c &"
��� $& ���%,L���tLuvN���
^_ =/tLuv������_$& ���%,
}&KLN !!" #$%" #&'()#

!"#$%&'!" ()*+,-./0

!"#$%&'()*+,-) !" ./0123 # 4
56789:;<=>?@ABCDEFGH IJKLH
EMNOHP-QRST9787UV

WXYHZ)[\]89:^_̀ a4=>bHcdD
EefK=Hgh-)9:^_ijklmnopqV r
st"H-) $ 4uvpw,xyz56{/|}~BC
���� %!& ��H,�/��}~^_������z
��{��l�V )f+���f�"H��l�H�8�
�DEef�����bH [¡¢£¤DEef{BC�¥
¦§¨b©ª«KL¬��:b®¯NTkl\°H±X
²³´µ¶·¸ $ ¹Hº» # ¹H¼½ % �H¾¿ÀÁÂ´
%! �HÃ3ÄÅÆÇ %' ÈÉÊHËÌÍ¸ ( ÎHÏqÐN
TÑÒÓµ¶ÔÕzÖ×Ø:Ù !!"#" #$%&'#

!"#$%&'()*+,-
!"#$%&'()*+,-./012345678

9:;<=>?@ABACDEFGHI
J*KLMNOPQRSKTUVWK5"VXYCD

KZI [\X0]A^_`abcdefI *KLghij
;<BACDVklmnopqrVstuv:wxynV
z{K{|}~y�}�I �\X0����`��CD
vhI zBA�������`��s�`sD3`�D3
���CDvhV�\abcdef`{�����cd
�n�O�c�����VXY�� ¡�¢I .\X0
£¤¥D`{¦��|§I¨©sª«¬£¤¥D`®¯
°±V²³�´�;<=µ¡¶V¨·¸¹6º»`¼½¥
DVBEh¾`¿|`ÀÁ`ÂÃÄ¹6I !!"" ##$%&#

!"#$%&'()*+,-./0
!"#$%&'()*+,-./0 1!! 2 "# 3)456789:

;<=>?@ABCD)EFGHI)JKLMNOI)PQR9ST
UVWXYZSTU[\]^X_`abcde)fg/Ih+ijk
lmnZ

opqrstuvw)789STUxyz{|_`}~)���
��o�=���)��ors����Z�U�T�������)
���lI����j) ���� F"o�lIKj��¡daK
¢£¤¥��AZ �����o�=L����£¦)§¨©ª��
«�£¦¬¡®¯°±)²³´j�µ�¶{[·N)¸¹Hºr
s»¼½q)¾d¿À �0Á $ ÂQ)�UÃÄ¡¿ÀQ�Q� %&#
Å¦)¦¦ÆR¢¡ÇÈÉÊË0ÌÂ)�U+fÍSÎo�ÏÐÑÒ
STÓÔÕ{|_`}~0 !!"# $%&" #'()*#

!"#$%&'()*+,

� � � �现年93岁的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21日向议会递交辞职信， 表示自愿辞
职， 这意味着， 这名非洲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家领导人就此结束37年执政生涯。 津巴布
韦众议院议长雅各布·穆登达22日中午宣布， 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
（民盟） 决定推选该党主席兼第一书记埃默森·姆南加古瓦为新任总统。

11月6日 穆加贝宣布解除埃默
森·姆南加古瓦的副总统职务，指认他
觊觎总统宝座，甚至求助巫医。姆南加
古瓦8日说，因人身安全受威胁，他已
经离开津巴布韦。外界认为，穆加贝解
职姆南加古瓦，是给妻子格雷丝·穆加
贝出任副总统、继而“接班”铺路。
� � � � 11月13日� 国防军司令康斯坦丁·
古韦亚·奇温加警告， 执政的津巴布
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如果不结
束内斗， 军方将 “毫不犹豫地介入”。
� � � � 11月14日� 首都哈拉雷周边地区当
天傍晚出现军方武装人员和车辆。 执政
党下属青年团谴责国防军司令奇温加前
一天发表的“叛逆”言论和军方将干政的
威胁，指认奇温加构成“叛国行为”。
� � � � 11月15日� 哈拉雷当天凌晨至少
传出3次爆炸声响， 街上出现军方车
辆。随后有目击者说，在穆加贝官邸附
近听到连续枪声。稍后，军方宣布“接
管” 国家电视台， 但否认发动军事政
变，称行动目的是要把穆加贝“身边的
犯罪分子” 绳之以法。 南非总统雅各
布·祖马当天下午说，穆加贝被软禁在
家，但“安好”。
� � � � 11月16日� 在地区组织斡旋下，穆
加贝当天离开私人官邸，来到总统府，
与奇温加会面。津巴布韦《先驱报》网
站登出的照片显示， 穆加贝和奇温加
在合影时面带微笑。分析人士说，军方
正设法让穆加贝以体面方式退出政
坛，避免“硬着陆”。
� � � � 11月17日� 穆加贝出席在哈拉雷
举行的津巴布韦开放大学毕业典礼。
这是他在军方采取行动后首度现身。
西服革履的穆加贝抵达现场后穿上蓝
黄两色的学士服、戴上学位帽，沿红毯
缓慢走上讲台， 并和台上人士一起唱
了国歌。之后他简短宣布仪式开始，获
得掌声，但全程没有发表讲话。
� � � � 11月18日� 津巴布韦民众在哈拉雷
大游行，呼吁执政37年的穆加贝下台。
� � � � 11月19日 � 执政党举行中央特别
会议， 决定解除穆加贝的党主席兼
第一书记职务，由姆南加古瓦接任。
执政党还要求穆加贝必须在20日中
午前辞去总统职务， 否则将面临弹
劾。穆加贝当晚发表电视讲话，
并未如外界预料的那样宣布辞
职， 但对军方采取的行动表示
“理解”。他暗示，至少会在总统
位置上待到12月中旬。
� � � � 11月20日� 执政党宣布在
议会着手启动针对穆加贝
的弹劾 。奇温加说 ，穆加贝
已经与姆南加古瓦进行接
触，后者很快将回国。
� � � � 11月21日�姆南加古瓦发
表声明， 敦促穆加贝听从民众呼
声、 立即辞职。 两院议员商讨弹
劾动议， 但弹劾动议在穆加贝辞
职信在议会宣读后自动终止。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 � � � 津巴布韦众议长雅各布·穆登
达21日宣布， 津巴布韦总统罗伯
特·穆加贝辞去总统职务， 并立即
生效。

穆登达在议会参众两院联席会

议上宣读了穆加贝当天傍晚向议会
递交的辞职信。 穆加贝在辞职信中
表示， 自己的辞职决定是自愿的，
他希望能够确保平稳、 和平的权力
过渡。

穆加贝现年93岁， 1980年津巴
布韦独立后， 他出任实权总理。
1987年津巴布韦改行总统制后他担
任总统， 并于 1990年、 1996年、
2002年、 2008年和2013年连任。

穆加贝自愿请辞� 37年政治生涯结束

� � � � 津巴布韦众议院议长雅各布·穆
登达22日中午宣布， 执政党津巴布韦

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民
盟） 决定推选该党主席兼第一
书记埃默森·姆南加古瓦为新

任总统， 接替21日辞职的
前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宣
誓就职仪式将于24日在首
都哈拉雷举行。

穆登达当天在议会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根据津
巴布韦宪法，如果总统去世、辞职或
被罢免， 其空缺将由总统所在政党
推选的人来填补。在穆加贝辞职后，
民盟已向议会表示， 推选姆南加古
瓦为总统。

穆登达说，根据宪法规定，姆南
加古瓦将完成穆加贝的剩余总统任
期，直到2018年总统大选。

另据津官方媒体报道， 近期一

直身在国外的姆南加古瓦将于当地
时间22日下午返回哈拉雷。

姆南加古瓦现年75岁， 深得军
方支持， 曾被视为穆加贝最可能的
“接班人”。本月6日，穆加贝将姆南加
古瓦解职。姆南加古瓦随后发表声明
称已离开津巴布韦。

本月19日， 民盟举行中央特别
会议，决定解除穆加贝的民盟主席兼
第一书记职务，由姆南加古瓦接任。

姆南加古瓦“接位” 完成穆加贝剩余任期直至2018年大选

� � � � 对于津巴布韦总
统穆加贝宣布辞职一
事，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22日表示，穆加贝为中
津关系和中非关系发
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中
方尊重其辞职决定，中
国对津巴布韦的友好
政策不会改变。

在当日例行记者
会上，有记者问：当地

时间11月21日下午，津巴布
韦总统穆加贝宣布辞职。请
问中方对此如何评价？穆加
贝的辞职是否会对中津关

系造成影响？ 中方现在
如何评价穆加贝？

陆慷说， 津巴布韦的稳定和发
展符合津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是本
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作为
津巴布韦的好朋友， 中方对津有关
各方着眼国家长远和根本利益，坚
持在法制框架下， 通过对话协商和
平、妥善解决有关问题表示赞赏。我
们相信津人民有能力保持政局稳
定、国家发展。

他说，中津关系长期友好，经受
了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近
年来中津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推
进， 给双方特别是给津巴布韦人民
带来实实在在好处。 中方高度重视
中津关系，愿同津巴布韦各方一道，
推动中津友好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
得新进展。

“穆加贝先生为津巴布韦民族
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过历史性贡
献， 也是泛非主义运动的积极倡导
者和推动者。 他长期致力于中津和
中非友好， 为中津关系和中非关系
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中方尊重穆
加贝先生的辞职决定， 他仍然是中
国人民的好朋友。”陆慷说。

据报道，穆加贝辞职后，英、美均
呼吁津巴布韦举行自由、公平大选。

对此， 陆慷在回答相关提问时
表示， 中方一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
政原则，尊重津人民的选择。

“我们相信津巴布韦人民有能
力处理好内部事务， 也希望其他国
家不要干预津巴布韦内部事务。”他
说。 （综合新华社电）

中方回应�对津友好政策不会改变

� � � �穆加贝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先驱之一，堪称津
巴布韦“国父”。这个非洲南部国家独立37年来，他
始终掌握最高权力，取得许多成就，也留下巨大争
议。以下是穆加贝执政时期的重要年份和事件：

1980年：
经过艰苦的斗争， 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民族解放

运动取得胜利。1980年2月，穆加贝领导津巴布韦非洲民族
联盟（民盟）赢得议会选举，出任实权总理。4月18日，津巴
布韦正式独立建国，摆脱英国殖民统治。

1981年：
穆加贝与曾经同在“爱国阵线”旗下斗争的盟友、津

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人盟）党首乔舒亚·恩科莫因领导
地位发生的矛盾趋向激化， 人盟占有的农场被搜出大量
私藏武器弹药。穆加贝次年2月解除恩科莫和其他三名人
盟内阁部长职务。 民盟与人盟及各自领导的武装力量此
后多次发生流血冲突。

1985年：
民盟再度赢得大选，继续奉行民族和解与团结政策。

10月， 分别代表津巴布韦两大部族的民盟与人盟恢复了
1983年中断的两党合并谈判。

1987年：
津巴布韦修改宪法，将政体从议会制变更为总统制。

12月下旬，民盟与人盟签署合并协议，两党联合后改称津
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即现执政党，穆加贝担
任主席，恩科莫担任副主席。12月底，穆加贝当选并宣誓
就任津巴布韦首任实权总统。

1988年：
非洲中部国家刚果（金）爆发内战。作为刚果（金）的主

要盟友，津巴布韦联合安哥拉、纳米比亚出兵支持刚果（金）
政府，卢旺达、乌干达则出兵支持反政府武装。这场战争给
大湖地区人民带来深重灾难。2002年，刚果（金）与卢旺达签
署和平协定，穆加贝宣布撤军。

2000年：
穆加贝和民盟推行土地改革，将白人农场主的土地收归国

有并分发给缺地的黑人。30多万黑人分到了土地。 新政策引发
白人农场主强烈抗议，一些地方爆发流血冲突。美英等西方国
家以此为由，对津巴布韦实施长期经济制裁。

2002年：
穆加贝在3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第三次赢得连任。西方

国家声称此次大选存在舞弊，拒绝接受选举结果。津巴布韦
被暂时中止英联邦成员国资格。2003年12月， 津巴布韦正式
退出英联邦。

2008年：
津巴布韦举行总统、议会和地方政府联合选举。穆加贝

在总统选举首轮落后于茨万吉拉伊，执政党与反对党的支持
者发生暴力冲突，茨万吉拉伊以选民安全得不到保证为由宣
布退选，穆加贝最终不战而胜。然而暴力冲突继续，政治危机
持续。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非洲联盟的调解下，津巴布
韦各方9月签署权力分享协议，次年2月组成联合政府，由穆
加贝任总统，茨万吉拉伊任总理。

2013年：
穆加贝在总统选举中第五次成功连任。 穆加贝领导的执政

党则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席位，取得绝对优势。
2014年：
比穆加贝年轻41岁的妻子格雷丝被选为执政党政治局书

记，激烈指认担任十年副总统的乔伊丝·穆朱鲁对穆加贝搞“阴
谋”。尽管穆朱鲁竭力否认，还是被解除执政党副主席和副总统
职务，就此退出穆加贝“接班人”竞争队伍。穆加贝擢升多年来
的左膀右臂埃莫森·姆南加古瓦为副总统。

2017年：
同样的戏码再次上演。 格雷丝多次指认姆南加古瓦

有野心。11月6日， 穆加贝宣布解除姆南加古瓦的副总统
职务，指认他觊觎总统宝座。外界认为，穆加贝解职姆南
加古瓦，是给妻子出任副总统、继而“接班”铺路。14日晚，
军方发起行动，软禁穆加贝及其家人。经过几天僵持，穆
加贝最终同意下台。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穆加贝执政大事记

� � � � 2008年6月29日， 时任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在首都哈拉雷宣誓就职（资料图片）。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津巴布韦
政局突变时间轴

右图： 11月17日， 穆加贝在首都哈拉雷
主持了津巴布韦开放大学的毕业典礼。图
为士兵在毕业典礼上执勤。


